
強積金開支比率1.56%新低
基金收費高回報未必佳 局方籲市民積極管理賬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強積金一直

被詬病收費高昂。積金局最新研究發現，現時

強積金各類基金的平均基金開支比率為

1.56%，比9年前的2.06%下跌24%，屬有記

錄以來最低，但仍有下調空間。研究亦顯示，

基金開支比率較高，回報未必較佳；基金資產

規模大及運作年期長，其開支比率亦不一定較

低。積金局呼籲市民積極管理強積金賬戶，全

盤考慮費用、回報及受託人服務水平等才作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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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基金平均開支比率下跌情況
基金類別

股票基金

混合資產基金

債券基金

保證基金

強積金保守基金

所有基金合計

*至上月底跌至1.56%

資料來源：積金局 製表：馮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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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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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跌幅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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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永忠(左
二)指強積金
各類基金的平
均基金開支比
率為1.56%，
屬有記錄以來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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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趙虹） 本
港有不少舊式樓宇及唐樓防盜設施
不足，往往成為賊人的爆竊目標。
油尖旺區今年首10個月共接獲301
宗爆竊案，當中約70%於住宅樓宇
發生。
為預防爆竊案件及罪案發生，油

尖旺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今年9月推
行「安居油尖旺」計劃，免費為合
資格大廈及業戶安裝天眼，預計共
有50座大廈及170名業戶受惠。

滅罪會夥警區資助
油尖旺區約有3,000幢住宅或綜合

樓宇，當中不少是欠缺妥善保安設施
的舊式樓宇，加上有些大廈沒有業主
立案法團或管理公司管理，業主亦基
於經濟能力考慮而未有改善大廈保安
設施，易成為不法之徒的犯案目標。
對此，油尖旺區滅罪會聯同油尖

警區及旺角警區，今年7月物色區內
合資格大廈及業戶，並於9月推行
「安居油尖旺」計劃，免費為大廈安
裝閉路電視防盜系統、防罪短片播放
系統，或為個別住戶安裝獨立攝錄鏡
頭。至今已為17座大廈及46名單位
業戶完成安裝工程，預計可共協助
50座大廈及170名業戶改善保安。
家居及大廈保安工作小組召集人

莊毅強介紹指，計劃共提供多個方案
以針對不同大廈需要，其中單一鏡頭
運作模式針對「三無大廈」的業戶，

在個別有需要住戶的大門或鐵閘上安裝防盜
攝錄鏡頭，無須外接額外配備，省電慳位，
保障住戶安全。同時亦會針對有業主立案法
團的大廈需要，在出入口、天台、後巷等暗
角位置安裝攝錄鏡頭。

計劃推出3個月竊案減少近半
旺角警區警民關係主任李宗健指出，計劃
推出後短短3個月間，該區共收到35宗住宅
大廈爆竊案報告，數字較去年同期減少34
宗，跌幅近半。
受惠大廈亦未再發生爆竊案。他表示，該
區今年首10個月的整體罪案比去年同期下降
10%，相信計劃有助減少爆竊案及其他罪案
發生。
滅罪會主席陳香蓮指出，計劃旨在增強阻
嚇力，預防爆竊案件及其他罪案發生，同時
亦能協助警方搜證，提高破案機會，以及改
善區內治安，好讓居民「安居油尖旺。」
她又指，計劃總開支需視乎工程申請情況
而定，預計花費逾100萬元。所有開支不涉
及公帑，全由合作機構義務負擔。有意申請
的業戶可向所屬警區的警民關係組查詢，查
詢電話3661 9233（油尖警區）或3661 8614
（旺角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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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香蓮指計劃旨在增強阻嚇力，預防爆竊
案件及其他罪案發生。 趙虹攝

積金局於2007年推出的基金開支比率，是一項比較工
具，協助計劃成員比較在不同強積金計劃下，基金

的總收費與開支。為檢視強積金各類基金的基金開支比
率變化，以及分析比率與基金的投資表現、規模、運作
年期和管理方式等因素的關係，積金局早前進行研究，
並於昨日發佈研究結果。

保守基金跌幅最大達53%
積金局非執行董事蔡永忠在記者會上指出，研究發現所
有基金類別的基金開支比率，均呈持續和顯著下跌趨勢。以
所有基金計算，平均基金開支比率由2007年7月時的2.06%
跌至上月的1.56%，屬有記錄以來的最低水平。其中以保守
基金跌幅最大，達53%，平均開支比率只有0.69%，其次是
債券基金跌35%，開支比率1.38% (見表)。
他表示，積金局一直推出不同措施以推動減費，雖然
基金開支比率已大幅下調24%，其中比率為1.25%或以下
的基金數量亦有154個，比2008年只有12個增加12倍，
但積金局認為減幅仍然不夠深及快。

推「預設投資策略」促進競爭
因此他期望，設有收費上限的「預設投資策略」於明

年推出後，可促進市場競爭，令收費進一步回落。而
策略內兩個混合資產基金的平均開支比率，亦盼可降
至1%以下，但相信需要一些時間。其實自有關策略的
條例於5月通過後，已有40個基金降低管理費，減幅
最高達55%。
此外，研究亦有多項發現，包括基金開支比率較

高，與基金的投資表示是否較佳，兩者並無關連，
即收費較高基金，不一定會有較佳回報。
其中針對混合資產基金、債券基金和保守基金進

行的測試更發現，基金開支比率愈高，投資回報反
而愈差。
研究亦顯示，資產規模較大或運作年期較長的基

金，其基金開支比率通常比規模較小或運作年期較
短者為高。蔡永忠估計，這或由於近年有較多收費
較低的基金推出所致，「因基金開支比率持續下
跌，受託人在推出新基金時，須考慮是否訂定較低
收費，以增強市場競爭力。」
研究又發現，即使計劃內的基金減費幅度較大，流入
該計劃的供款卻未必會增加。蔡永忠解釋，這或可間接
反映成員在選擇基金、計劃或受託人時，未必將收費列
作首要考慮。

但他指出，目前市場上逾400個基金當中，40%共169
個為「低收費基金」，另有70%約4,500億元強積金資產
屬可以轉移，因此他呼籲成員可考慮選擇該些「低收費
基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虹） 生活環境壓迫且充滿
競爭，想活得快樂可能有點困難。一項調查發現，港
人今年的快樂指數為67.6分，較去年下跌2.4分，當中
30歲以下群組更跌至歷來最低，只得63.8分，對政府
施政、生活環境等多個社會範疇的滿意度亦一致下
跌。有專家分析認為，年輕人將現實社會過分理想
化，期望愈高、失望愈大，感到社會對其不公平，因
而產生負面情緒。
珠海學院商學院今年9月期間，連續12年聯同嶺南大學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進行「香港快樂指數調查」，成功隨機
電話訪問了925名21歲以上市民，發現港人今年的快樂指
數由去年的70分，下跌至67.6分，當中30歲以下群組跌
勢最明顯，僅得63.8分，較去年的69.3分下跌近6分。

年輕組別「唔知自己想點」
調查又發現，30歲以下群組對政府施政、媒體、生活

環境，及公共醫療的滿意度均一致下跌，跌幅由0.16分
至0.75分不等，惟其他年長組別卻在這四大範疇的滿意

度均呈上升，與30歲以下群組各走極端。
負責調查的珠海學院商學院院長何濼生指出，年輕組

別在具備清晰人生目標，以及處理能力範圍以外的事情
的滿意度都下降，反映他們生活失卻方向，「唔知自己
想點」，難以改變現況，生活挫折感大，影響他們的快
樂情緒，繼而降低對外圍客觀環境的觀感。他估計這亦
是導致該組別與其他年長組別滿意度呈相反的原因。
該調查贊助人施永青則認為，年輕人不快樂原因有

二：現時物業等資產價格呈上升，初出社會工作的年輕
人單靠薪水難與具備資產的同輩競爭，前者可能會感到
社會對其不公平、不公道，前途受限制，難免抱怨社
會。加上不少年輕人過分將現實社會理想化，期望愈
高，失望愈大，受到挫折感亦較年長組別大。
施永青續說，年輕人對社會期望高，有助推動社會進

度，惟「現實社會總是不完美」，應隨着年紀及人生閱
歷的增加作自我調整。

顏汶羽：從校園踏入社會有落差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表示，青年人剛從校園踏進社
會，對事情的看法較理想化，但當現實與想像有落差
時，便會帶來失望與不快，相信是快樂指數比整體為低
的原因。
他指出，青年人是社會的未來，如何將社會現況達至

心中所想，是大眾的責任，但青年人亦應懷抱希望，將
夢想變成真實。

快樂指數跌 港青最不開心
■何濼生(右)
指年輕人生活
失卻方向，加
上難以改變現
況，生活挫折
感大。旁為施
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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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時分階段推
委員會下次傾

時代廣場聖誕玩真雪

「閃躍維港」明晚精靈登場

■■時代廣場的時代廣場的
聖 誕 室 內 雪聖 誕 室 內 雪
場場，，搖身一變搖身一變
成為白皚皚的成為白皚皚的
聖誕雪樂園聖誕雪樂園。。
時代廣場供圖時代廣場供圖

■■室內雪場佔室內雪場佔
地 近地 近 11,,400400
呎呎，，溫度約攝溫度約攝
氏氏 88 度度，，遊人遊人
可 在 內 掟 雪可 在 內 掟 雪
球球。。
時代廣場供圖時代廣場供圖

■精靈們於指定
日子現身文化中
心露天廣場。

曾慶威攝

■旅客和市民現
身文化中心露天
廣場，在匯演期
間可看到精靈星
探飛越香港景點
地標。

曾慶威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聶曉輝) 標準工時委
員會昨日續在勞方代表缺席下舉行最新一次
會議。委員會主席梁智鴻於會後表示，目前
商界與勞工界的意見仍存在分歧。
他表示，委員會下次會議會討論勞工界提
出的分階段推行及個別行業豁免的詳細情
形，期望能求大同存小異，撰寫最終報告時
亦必定會參考及歸納勞工界的意見。

梁智鴻：44粒鐘超時補1.5倍商界異議
梁智鴻指出，委員會過去兩個月無召開會

議，正是要等待勞工界的報告，昨日的第一
項議程便是初步討論了勞工界於本月16日向
行政長官提交的《標準工時立法諮詢報
告》，例如報告對分階段推行標時及部分行
業應獲豁免的意見，但目前商界仍對勞工界
提出將標準工時定為每周44小時及超時補薪
1.5倍存有分歧。
他續說，昨日的會議亦將實行「大框」
（以立法方式規定僱主及僱員必須簽訂書面
僱傭合約，當中須包括指定的工時僱傭條
款）及「小框」（是否需要其他適當措施，
例如制定工時標準及超時工資率）進一步保
障一些工資較低、技術較低及議價能力較低
的基層僱員）的優缺點臚列出來，期望下月
的會議有多一點共識，「今（昨）日未有結
論，因勞工界說分階段，以及有些行業做唔
到(標時)，那以後要如何做呢，都要再傾。」
對於政府延長委員會的任期兩個月至明年

1月31日，梁智鴻表示歡迎，「延長兩個月
正正是要參考勞工界的意見，讓委員會有充
足的時間完成其工作，並向政府提交報
告。」
他又對6名勞方委員沒有出席會議感到失

望，並再次呼籲他們參與委員會餘下的工
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尹妮) 今年聖誕銅鑼灣或會下
雪！銅鑼灣時代廣場與法國專業製雪團隊Eversnow合
作，於聖誕期間製造真雪，增添節日氣氛。室內雪場
佔地近1,400呎，溫度約攝氏8度，遊人可在內掟雪
球、溜滑小山坡、滑雪、砌雪人等。雪場由今日起至
明年元旦，每日早上10時至晚上10時開放，每15分
鐘可容納12人入場，市民可排隊免費進場試玩。

明起免費開放1400呎室內雪場
Eversnow總裁Bertrand Lambla指，雪場地底有一
層冰塊，用作冷卻真雪，而製雪機是以壓縮和冷凍方
式，從而製出真雪。及後真雪將會舖在冰層之上，厚
度約50cm，而融化的雪水將會循環再用重製成雪。他
續稱，雪場不會受室外的天氣影響，期望能將雪感帶
到香港。
時代廣場有限公司總經理梁淑敏說，想玩雪的朋友
不用擔心，商場會準備雪鞋。她續稱，商場的二樓大
堂將有一個巨型雪人，其是日本插畫師小川耕平(Ko-
hei Ogawa)的代表作之一，值得一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楊佩韻) 在
港也看到聖誕精靈？明日起至12月
28日，旅發局將有新一輪「閃躍維
港」3D光雕匯演，以精靈界聖誕
老人音樂會為主題，各精靈出走尋
找好聲音，期望能在聖誕老人面前
獻唱。主角精靈Eddie到香港時發
現奇妙事情，市民能在尖沙咀文化
中心露天廣場看到故事始末。

旅發局表示，旅客和市民在匯演
期間可看到精靈星探飛越香港景點
地標，如天壇大佛、維港，也會看
到精靈們走出光影舞台，於指定日
子現身文化中心露天廣場，和現場
觀眾互動，與眾同樂。
匯演每晚四場，每節約8分鐘，

分有2場英語、1場廣東話及1場普
通話。


